中国煤炭行业知识服务平台 www.chinacaj.net

第 ４９ 卷第 ５ 期
２０２１ 年

Ｖｏｌ ４９

煤炭科学技术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５月

Ｍａｙ

Ｎｏ ５

２０２１

魏建平，温志辉，苑永旺，等．应力对含瓦斯煤解吸特征影响的试验研究［ Ｊ］ ．煤炭科学技术，２０２１，４９（ ５） ：３５－
４３．ｄｏｉ：１０ １３１９９ ／ ｊ ｃｎｋｉ ｃｓｔ ２０２１ ０５ ００５

ＷＥＩ Ｊｉａｎｐｉｎｇ，ＷＥＮ Ｚｈｕｉｈｕｉ，ＹＵＡＮ Ｙｏｎｇｗａｎｇ，ｅｔ ａｌ．Ｓｔｕｄｙ ｏｎ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ｓｔｒｅｓｓ ｏｎ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ａｌ

移动扫码阅读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ｇａｓ［ Ｊ］ Ｃｏ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２０２１，４９（５） ：３５－４３．ｄｏｉ：１０ １３１９９ ／ ｊ ｃｎｋｉ ｃｓｔ ２０２１ ０５ 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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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深部开采时地应力的升高和剧烈开采的扰动，容易在采掘工作面形成应力集中区，从而导致
应力主导型的突出事故和冲击 －瓦斯复合动力灾害发生。 为了探索深部开采时应力对含瓦斯煤解吸

及涌出特征的影响规律，提高矿井瓦斯灾害治理的精准性，以焦作矿区九里山矿无烟煤为研究对象，
利用煤岩三轴渗流 －吸附 －解吸试验装置进行了不同应力状态下煤样的等温解吸试验和恒吸附压力
下的应力解吸响应试验，分析了应力作用对煤的解吸涌出特征的影响规律。 研究结果表明：应力直接

影响含瓦斯煤的解吸能力，决定应力集中区煤层瓦斯的涌出特征；在吸附等量瓦斯气体的情况下，煤
的瓦斯解吸累积量、解吸初始速率均随着应力增加逐渐增大，解吸速率衰减指数随应力增加变化不大
但呈现逐渐减小趋势，应力作用促进了煤样的瓦斯解吸；通过恒吸附压力下煤样对不吸附性气体

（Ｈｅ） 和吸附性气体（ ＣＨ ４ ） 应力解吸响应的对比试验，验证了应力作用会明显诱导煤样的解吸行为，
导致相同条件下煤样的吸附能力降低；研究结果阐明了应力对含瓦斯煤解吸涌出特征的影响，揭示了
应力对煤基质瓦斯解吸的诱导作用，对深部开采煤层瓦斯灾害的防治和煤层气的开采具有理论和工
程实践意义。
关键词：含瓦斯煤；瓦斯解吸；瓦斯抽采；应力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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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影响也逐渐凸显。

言

据统计，我国煤矿 ９０％ 以上是地下开采。 近年

ＪＲ Ｐ Ｌ Ｗ 等 ［１６］ 的研究中提出应力会影响煤的

吸附特性，并指出有效应力导致吸附膨胀量的减少；

以每年 １０ ～ ２５ ｍ 的速度向深部转移，越来越多矿井

ＶＩＥＴＥ 和 ＲＡＮＪＩＴＨ ［１７］ 研究间接表明应力对吸附作
用的 影 响； 文 献 ［ １８ － １９］ 观 察 到 应 力 对 煤 心 吸 附

深部开采煤层的瓦斯赋存条件更为复杂，煤岩瓦斯

能力会产生影响，但都没有阐明其影响机制。 研究

来，随着浅部煤炭资源的大规模开采，煤矿开采水平

进入深部开采阶段。 随着开采水平向深部的转移，

动力灾害的突发性更强，煤层所受的地应力、瓦斯压
力、瓦斯含量随之升高，高瓦斯突出煤层的瓦斯抽采
更困难，矿井瓦斯涌出量急剧增大，瓦斯超限等现象
愈加频繁，成为制约矿井安全高效生产的主要因素。
煤层是典型的双重介质，存在大量的孔隙和微裂纹，
处于应力、温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煤层瓦斯先经扩
散解吸，再经煤层的孔裂隙系统流出煤体

［１］

。 地下

开采煤层处于应力的束缚状态，地质构造和开采扰

ＣＯ ２ 的直接影响。 前述的文献表明应力对煤的吸附

表明，应力会影响黏土表面上的水、挥发性物质及其
他结晶材料的吸附 ［２０－２２］ 。 ＨＯＬ 等 ［２３］ 学者通过试验

研究发现，在单轴应力作用下，当有效应力增大至

３５ ＭＰａ 时，促使瓦斯解吸 ５％ ～ ５０％，即有效应力会
降低瓦斯的吸附能力；随后，ＨＯＬ 等 ［２４］ 开发了基于
统计力学理论的热力学模型，该模型用于计算应力

作用下煤基质吸附 ＣＯ ２ 的平衡浓度，并将吸附平衡

浓度的变化描述为流体化学活性变化和流体中吸附

动产生的应力会导致煤体所受应力状态发生明显的

位点变化的综合影响；ＬＩＵ 等 ［２５］ 对热力学模型进行

变化，对煤层瓦斯的扩散解吸和渗流过程产生显著

新的推广，用于预测深部煤层的原位煤层瓦斯含量；

的影响。 深部开采时地应力的升高和剧烈开采扰动
的持续作用，应力主导型的突出事故和冲击 － 瓦斯

李小春等 ［２６］ 研究发现有效应力对甲烷吸附量有明
显的影响。

复合动力灾害时有发生，因此，研究深部开采时应力

应力不仅影响煤的吸附能力，还影响煤的解吸

对含瓦斯煤解吸特征的影响，对深部开采煤层瓦斯

特征。 许多学者进行了应力场对瓦斯解吸特性影响

灾害的防治和煤层气的开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工程

的试验研究，何满潮等 ［２７］ 研究了温度以及单轴加载

实践意义。 国内外学者在含瓦斯煤吸附解吸规律方

作用下煤中瓦斯解吸特征，结果表明，煤在外载应力

面做了大量研究，然而含瓦斯煤吸附解吸规律影响

作用下孔裂隙的张开与闭合可改变吸附瓦斯运移方

因素众多， 如 煤 体 破 坏 程 度 ［２－３］ 、 水 分 含 量 ［３－４］ 、 粒
、温度

度

［５］

场

［９－１３］

［６］

、介质环境

［７］

、变质程度

［８］

、外加物理

向，在施加围压闭合裂隙过程中由于储气空间减少
可使分布于裂隙中大量游离气体迅速排出煤体；唐

等，使煤样吸附解吸规律表现存在明显的差

巨鹏等 ［２８］ 的研究考虑三维应力作用，表明在连续加

异。 其中，相关学者 ［３，５，７，１４］ 在瓦斯解吸规律的影响

载过程中解吸量、解吸时间均与孔隙压力呈抛物线

因素和瓦斯解吸模型方面做了大量的试验和理论研

关系，在连续卸载过程中随轴压减小，解吸量增加，

究，并提出了煤层瓦斯解吸放散的经验公式，为表征

解吸时间减少；同样荷载条件下，加载时解吸量大于

煤与瓦斯突出危险性和揭示煤与瓦斯突出机理奠定

卸载时解吸量，而加载时解吸时间却小于卸载时解

了理论基础。

吸时间，并研究指出有效水平应力与解吸量和解吸
时间均为负指数形式递减；文献［ ２９ － ３０］ 分析了煤

以上研究成果的取得多是采用颗粒煤样，但实
际上煤层是处于应力、温度、瓦斯等因素共同作用的

体应力应变与瓦斯压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得出煤体

环境中，在颗粒煤制备过程中机械破坏、筛分等工序

吸附瓦斯产生膨胀变形并导致应变量增加的结论；

破坏了煤的原始孔隙、裂隙结构，因此颗粒煤与原煤

吕祥锋等 ［３１］ 通过模拟煤层气在复杂地层漫长的形

的瓦斯解吸特征存在一定的差别 ［１５］ 。 瓦斯在煤层

成和逐渐开采过程，得到了孔隙压力与解吸量、应变

中的吸附、扩散解吸、渗流等过程，是应力场、温度场

的关系，试验结果可为煤层气安全抽采和煤与瓦斯

及渗流场等多场耦合作用下的连续物理过程，随着

突出防治提供理论依据。

煤矿开采深度的增加，地应力对煤吸附解吸特性的
３６

随着开采深度的增加地应力不断增大，且在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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掘活动中原岩应力逐步向深部转移，采掘工作面一

煤解吸涌出特征的影响机制，为准确认识深部开采

定范围内煤体遭受破坏的同时会产生应力集中区，

煤层瓦斯涌出现象和煤层瓦斯灾害的防治提供理论

这都会导致深部开采时动力灾害的发生。 为了阐明

基础。

深部开采应力对含瓦斯煤解吸特征的影响机制，以

１

焦作矿区九里山矿的无烟煤为研究对象，利用不同

试验样品及方法

的应力组合模拟采掘活动中煤层所受应力状态，进

受载煤体的瓦斯吸附解吸试验是在河南理工大

行不同应力状态下煤样的等温解吸试验和恒吸附压

学瓦斯地质与瓦斯治理重点实验室的煤岩三轴渗
流 －吸附 －解吸试验装置上进行的，该试验装置的结

力下的应力解吸响应试验，通过不同应力状态下煤
样的等温解吸试验考察煤样等温解吸速率、解吸初
速率和解吸速率衰减指数的变化规律，利用恒吸附

构如图 １ａ 所示。

该试验装置可以满足不同受载条件下含瓦斯煤

压力下不吸附性气体（ Ｈｅ） 和吸附性气体（ ＣＨ ４ ） 应

气体的吸附和解吸试验的测试要求，尤其是利用活

力解吸响应的对比试验，揭示应力对煤基质瓦斯解

塞式回压阀可以精确控制三轴应力室的孔隙压力，

吸的诱导作用，从而阐明深部开采时应力对含瓦斯

方便开展恒吸附压力下的应力解吸响应试验。

１．１

试验样品的制备

Ｆｉｇ．１

图１

试验系统

Ｄｉａｇｒａｍ ｏｆ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测试的样品取自九里山矿二１ 煤层的 １４１４１ 工

作面，煤厚平均 ５．３６ ｍ，倾角 ５．０° ～ １２．５°，煤层结构

简单，地质构造中等复杂，工作面煤层原始瓦斯含量

１９．１７ ｍ ３ ／ ｔ、原始瓦斯压力 １．０７ ＭＰａ。

井下采集大块无明显裂纹的煤样送实验室利用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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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氮冷冻岩心钻取机制成 ø５０ ｍｍ × １００ ｍｍ 的标准

煤样；为保证加载时上下端面受力均匀，需保证标准

按照图 ３ 中的加载路径对其进行恒吸附压力下

的应力解吸响应试验。 其中，加载路径Ⅱ是在煤样

煤样的上、下端面打磨光滑（ 平滑度不大于０．０２％） ；

压密和弹性阶段（ 围压 ３ ＭＰａ） 对其进行预压变形处

处理 ４８ ｈ 排除煤样中的水分，待煤样冷却至室温后

的不可恢复变形。 同时，为了对比分析由于孔裂隙

将标准煤样放入干燥箱在温度 ８０ ℃ 下对煤样干燥

将其放入干燥器中密封保存备用。 采集及制备的标
准煤样如图 ２ 所示。

理，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小煤样在Ⅲ和Ⅴ阶段加载时

压缩变形排出游离气体和煤基质解吸行为排出游离

气体的量，采用不吸附性气体 （ Ｈｅ） 和吸附性气体
（ ＣＨ ４ ） 进行对比试验，并使煤样在不同气体介质下

加载路径相同且发生的变形规律一致。

试验的Ⅲ和Ⅴ阶段，在相同加载路径和变形特
征的前提下，孔裂隙变形排出的游离气体体积相同，

由于 Ｈｅ 气为不吸附性气体，而 ＣＨ ４ 为吸附性气体，
因此，在加载过程中煤基质的 ＣＨ ４ 解吸量等于Ⅴ阶

图２

１．２

Ｆｉｇ．２

试验方法及步骤

煤样

段中 ＣＨ ４ 析出量减去Ⅲ阶段中 Ｈｅ 气的析出量。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１） 不同应力状态的等温解吸试验。 等温解吸

试验煤样均在围压 ３ ＭＰａ 下充气吸附平衡，吸附平
衡压力为 ２ ＭＰａ；分别在轴向应力 ０、３、６、９、１２、１５

ＭＰａ 的条件下进行等温解吸试验，测得不同应力状
态下试验煤样的瓦斯解吸量和解吸速率，进行不同

应力状态下受载煤样的瓦斯解吸特性分析，试验步
骤如下：①在三轴应力室安放好煤样后施加预定围

压（３ ＭＰａ） 固定煤样，然后对煤样进行高温真空脱
气；②脱气完成后，打开阀门 Ｖ ２ 、Ｖ ３ 、Ｆ１ （ 其他阀门关
闭） ，打开甲烷气瓶，调节调压阀 １ 向参考罐中充入
甲烷气体，待参考罐内气体达到所设定的气体压力

后，关闭调压阀 １、Ｖ ２ 、Ｖ ３ ，恒温至 ３０ ℃ ；③打开阀门

Ｆｉｇ．３

２

图３

煤样加载路径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ｐａｔｈ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

不同应力状态下含瓦斯煤的解吸规律
在煤层采动影响下，煤受载的应力状态在不断

Ｖ ８ 和调压阀 ２，连通三轴应力室和参考罐，利用三轴

发生变化，应力对煤吸附能力的显著影响，必然导致

（３０ ℃ ） ，此时煤样开始吸附气体，连续监测试验系

探讨受载煤样在不同应力下的解吸涌出规律，按照

应力室外的电磁加热圈保持三轴应力室恒温

煤在不同的应力下发生吸附 ／ 解吸状态的改变。 为

统的气体压力变化；④三轴应力室精密压力表读数

１．２ 节中的试验方法，从受载煤样的瓦斯解吸累积

稳定，煤样吸附平衡；⑤对煤样施加轴向应力至预定

压力，打开阀门 Ｖ ９ 将三轴应力室的游离气体排出到

量及其解吸速率 ２ 个方面分析不同应力状态下含瓦
斯煤的解吸涌出规律。

大气中，当三轴应力室精密压力表下降至大气压时

２．１

条件下含瓦斯煤的等温解吸试验，记录瓦斯解吸量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方程来描述，即

（ 视读数为 ０） ，迅速开启气体计量装置，进行该应力
及解吸速率数据。

２） 恒吸附压力下的应力解吸响应试验。 将图

１ａ 中的阀门 Ｖ ９ 换成图 １ｂ 的活塞式回压阀精确控制

应力对煤样瓦斯解吸累积量的影响分析
受载 煤 样 的 等 温 吸 附 特 征 可 以 较 好 地 用
Ｑ＝

ａｂＰ
１ ＋ ｂＰ

（１）

式 中： Ｑ 为 气 体 吸 附 量， ｍＬ ／ ｇ； ａ 为 最 大 吸 附 量，

试验 系 统 的 三 轴 应 力 室 孔 隙 压 力， 使 其 恒 定 为 ２

ｍＬ ／ ｇ；ｂ 为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常数，Ｐａ －１ ；Ｐ 为孔隙压力，Ｐａ。

力下通过改变煤样的加载应力考察其应力诱导下的

化的关系式 ［３２］ 来表征不同应力状态下煤样的瓦斯

ＭＰａ，回压阀控制灵敏度为 ± ０．０２ ＭＰａ，在恒吸附压
解吸响应特性。
３８

因此，尝试用 Ｌａｎｇｍｕｉｒ 型瓦斯解吸量随时间变

解吸累积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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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ｔ ＝

ＡＢ ｔ

１ ＋Ｂｔ

（２）

式中：Ｑ ｔ 为 ｔ 时刻的瓦斯累积解吸量，ｍＬ ／ ｇ；ｔ 为解吸
时间，ｓ；Ａ 为瓦斯极限解吸量，ｍＬ ／ ｇ；Ｂ 为解吸速率

常数。

等温解吸试验测得了在不同应力状态下煤样的
瓦斯解吸 累 积 量 数 据， 对 瓦 斯 解 吸 量 数 据 按 照 式

（２） 进行拟合分析得到了不同应力下煤样的瓦斯极

限解吸量，绘制了不同应力下煤样的等温解吸曲线

及瓦斯极限解吸量变化曲线如图 ４ 和图 ５ 所示。

式中：Ｖ 为解吸时间为 ｔ 时的单位质量瓦斯解吸速

率，ｍＬ ／ （ ｇ·ｍｉｎ） ；Ｖ１ 为解吸时间为 １ ｍｉｎ 时的单位
质量瓦斯解吸速率，ｍＬ ／ （ ｇ·ｍｉｎ） ；ｋ ｔ 为瓦斯解吸过
程中的解吸速率衰减指数。

等温解吸试验测得了不同应力状态下煤样的瓦

斯解吸速率数据，得到了不同应力下解吸时间为 １

ｍｉｎ 时的瓦斯解吸初始速率 Ｖ１ ，并根据解吸数据按

照式（３） 进行拟合分析，得到了不同应力下煤样的

解吸速率衰减指数 ｋ ｔ ，分别绘制了不同应力下单位

质量煤样的瓦斯解吸速率、瓦斯解吸初始速率 Ｖ１ 和

解吸速率衰减指数 ｋ ｔ 的变化曲线，如图 ６—图 ８ 所
示。 其中，图 ６ 是实测的不同应力下煤样解吸速率

的变化曲线；图 ７ 是单位质量煤样解吸初始速率 Ｖ１

（ 实测第 １ ｍｉｎ 内解吸量） 随应力变化曲线；图 ８ 是

不同应力下煤样的实测解吸数据按照式（３） 拟合计

图４

Ｆｉｇ．４

Ｆｉｇ．５

不同应力下煤样等温解吸曲线
Ｉｓｏｔｈｅｒｍａｌ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ｃｕｒｖｅｓ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图５

煤样极限解吸量随应力变化

Ｌｉｍｉｔ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ｓｓ

对比分析图 ４ 和图 ５ 可知：①煤样解吸的过程，

随着煤样所受应力逐渐增大，煤样解吸曲线在初始

图６

Ｆｉｇ．６

阶段出现了交叉，但是总体上在吸附等量瓦斯的情

况下，随着应力的增加其 ６０ ｍｉｎ 解吸累积量是增大

不同应力下单位质量煤样解吸速率变化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ｕｎｄｅ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ｓｔｒｅｓｓ

的。 ②煤样在所受轴向应力从 ０ 增加至 １５ ＭＰａ 时，

拟合 分 析 得 到 的 煤 样 的 极 限 解 吸 量 从

２０．０３７ ４ ｍＬ ／ ｇ增加至 ２６．５４１ ５ ｍＬ ／ ｇ，轴向应力的逐
渐增大对煤样的解吸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

２．２

应力对煤样瓦斯解吸速率的影响分析
煤中瓦斯解吸开始阶段其解吸量与时间可用幂

函数表示，因此，受载煤样的瓦斯解吸速率按照下式
进行拟合分析
Ｖ ＝ Ｖ１ ｔ

ｋｔ

（３）

图７

Ｆｉｇ．７

单位质量煤样解吸初始速率随应力变化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ｉｎｉｔｉａｌ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ｓｓ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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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在第Ⅲ阶段（ Ｈｅ 气介质） 时析出的气体主要

是由于孔隙压缩后排出的游离态 Ｈｅ 气，其析出特

征是加载过程中析出气体，加载完成后稳定过程无
气体析出。

２） 煤样加载第Ⅲ阶段（ Ｈｅ 气介质） ，煤样所受

轴向应力从 ３ ＭＰａ 加载到 ９ ＭＰａ 的过程中析出 Ｈｅ

气为 ０．２５ ｍＬ ／ ｇ，从 ９ ＭＰａ 加载到 １２ ＭＰａ 的过程中

Ｆｉｇ．８

图８

煤样解吸速率衰减指数随应力变化趋势

Ｃｏ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ｄｅｓｏｒｐｔｉｏｎ ｒａｔｅ ｄｅｃａｙ ｅｘｐｏｎｅｎｔ ｗｉｔｈ ｓｔｒｅｓｓ

算得到的解吸速率衰减指数变化趋势。

通过对图 ６ 至图 ８ 进行分析可得：①煤样所施

加的轴向应力越大，其单位质量瓦斯解吸初始速率

越大，但在试验中由于测试仪表等因素的影响，导致
了煤样瓦斯解吸速率的波动；②煤样在不同的应力

下第 １ ｍｉｎ 内的解吸量及 １ ｍｉｎ 时的单位质量瓦斯

析出 Ｈｅ 气为 ０．１３ ｍＬ ／ ｇ，从 １２ ＭＰａ 加载到 １５ ＭＰａ

的过程中析出 Ｈｅ 气为 ０．１０ ｍＬ ／ ｇ，在轴向应力增加
的过程中 Ｈｅ 气析出量变化曲线斜率较小，加载过
程中气体析出量较少。

３） 煤样加载第Ⅴ阶段（ ＣＨ ４ 介质） ，煤样吸附平

衡后的吸附量为 １３．２８ ｍＬ ／ ｇ；煤样所受轴向应力从

３ ＭＰａ 加载到 ９ ＭＰａ 后及稳定的过程中析出 ＣＨ ４ 气
为 １．７２ ｍＬ ／ ｇ，从 ９ ＭＰａ 加载到 １２ ＭＰａ 后及稳定的

过程中析出 ＣＨ ４ 气为 ０．８５ ｍＬ ／ ｇ，从 １２ ＭＰａ 加载到

解吸速率 Ｖ１ 整体上随着应力增加呈现指数关系的

１５ ＭＰａ 后 及 稳 定 的 过 程 中 析 出 ＣＨ ４ 气 为 ０． ５４

ｋ ｔ 随着应力增加变化不大，解吸速率衰减指数总体

化曲线斜率较大，甲烷气体析出量较大。

增大趋势；③煤样在不同应力下解吸速率衰减指数
上呈现出增大的趋势。

以上试验结果说明，煤样在吸附等量瓦斯气体
的情况下，随着施加应力的逐渐增大瓦斯解吸累积
量逐渐增大，同时瓦斯解吸初始速率呈指数关系逐
渐增大，由此，应力作用促进了煤样的瓦斯解吸。

３

４） 在第Ⅴ阶段（ＣＨ４ 介质）时，ＣＨ４ 气体的析出伴随

了每次加载和加载结束稳定的全过程，且在每个加载
的应力水平 ＣＨ４ 气体析出量均大于 Ｈｅ 气析出量。

５） 在第Ⅴ阶段析出的 ＣＨ ４ 气体体积包括煤样压

缩孔隙体积排出的游离态 ＣＨ ４ 气体和应力影响煤样

恒吸附压力下的应力解吸响应特征

吸附性能导致煤基质解吸排出的 ＣＨ ４ 气体。

按照图 ３ 中的加载路径，煤样经多次预压变形

影响的气体析出过程，针对在加载路径中的 ３ 个应

后其不可逆的变形已经最小化。 在不同吸附性气体
作为吸附剂的条件下，对煤样进行吸附饱和加载响
应特征试验，得到单位质量煤样不同吸附性气体介

质的析出量变化曲线，如图 ９ 所示。

Ｆｉｇ．９

图９

为了分析在第Ⅴ阶段（ ＣＨ ４ 介质） 时煤样受应力

力水平（３ ～ ９ ＭＰａ、９ ～ １２ ＭＰａ、１２ ～ １５ ＭＰａ） ，监测并

得到了 ３ 次加载过程中煤样析出的 ＣＨ ４ 气体累积量
随时间变化曲线，如图 １０ 所示。

图 １０

不同吸附性气体析出量对比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ｄｓｏｒｂｅｎｔ ｇａｓ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由图 ９ 中煤样在不同吸附性气体介质的析出量

变化曲线可以得：
４０

ｍＬ ／ ｇ，在轴向应力增加的过程中甲烷气体析出量变

１） 随着轴向应力的增加，煤样的孔隙体积受到

Ｆｉｇ．１０

加载过程中 ＣＨ４ 析出累积量随时间变化

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ｖｅ ａｍｏｕｎｔ ｏｆ ＣＨ４ ｐｒｅｃｉｐｉｔａｔｉｏｎ ｄｕｒｉｎｇ
ｌｏａｄ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ｉｍｅ

由图 １０ 分析可以看出，在煤样加载的第Ⅳ阶段

（ ＣＨ ４ 介质） 中：

１） ＣＨ ４ 气体介质时煤样析出气体量随稳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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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移而增加，但并没有呈现连续排出情形，而是台
阶式分阶段析出。

２） 应力影响下 ＣＨ ４ 气体的台阶式分阶段析出与

煤基质的解吸扩散能力有关；同时，三轴应力室内孔

的原通道宽度 Ｂ １ 减小为 Ｂ ２ ［３５］ ，运移通道的减小成
为了瓦斯解吸渗流的阻力，抑制了瓦斯向煤体外的
渗流和运移，随着孔隙体积的压缩孔隙压力升高，增
加了煤层瓦斯渗流的压力差。

隙压力积蓄到一定值时回压阀活塞才能打开，气体
才能继续排出。

３） 不同吸附性气体的应力解吸响应特征试验

中，随着煤样加载次数和稳定时间的推移，不同吸附
性气体的析出量逐渐减少。
综上所述，应力是影响煤吸附能力的重要因素
之一，应力作用明显诱导了煤样的解吸行为，导致相
同条件下煤样的吸附能力降低。

４ 应力对含瓦斯煤解吸涌出特征的影响机
制分析

Ｆｉｇ．１１

应力集中前后孔裂隙通道变化

Ｃｈａｎｇｅ ｏｆ ｐｏｒｅ ｆｉｓｓｕｒｅ ｃｈａｎｎｅｌ ｂｅｆｏｒｅ ａｎｄ ａｆｔｅｒ
ｓｔｒｅｓｓ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４） 深部开采应力控制瓦斯灾害的发生。 深部

煤作为多孔弹性固体介质，其结构的压缩通常
是孔隙体积缩小和煤骨架体积减小的结合，且受孔

图 １１

开采煤层在地应力和采动应力的综合作用下通常存

，深部开采煤层除了受地应力影

在局部的应力集中区。 应力集中导致孔隙率减小，

响外，采掘过程中的动态应力变化直接影响煤层的

瞬间瓦斯涌出量增大，应力作用降低煤的吸附能力，

孔隙度，直接控制煤层瓦斯赋存环境，并影响煤层瓦

部分吸附态瓦斯转变为游离态，共同导致游离气体

斯的解吸涌出特征。

的浓度和孔隙压力的升高，在浓度差和压力差的共

隙度的影响很大

［３３］

通过上述试验分析，当含瓦斯煤体所受应力增

同作用下，应力集中区域内煤的瓦斯解吸初速率较

大时其瓦斯解吸累积量和解吸的初始速率是增大

大，但随着解吸时间的推移，瓦斯解吸涌出的累积量

的，且试验证明应力作用促进了煤体的瓦斯解吸行

较大，在应力集中区易导致煤层瓦斯的异常涌出。
煤的解吸累积量和解吸初速率并不随着应力的

为，分析其解吸涌出的作用机制主要有：

１） 煤 的 微 裂 隙 大 孔 隙 被 压 缩 排 出 游 离 瓦 斯。

增加而线性增大，这是因为在煤体吸附能力降低和

当煤体受到应力作用时，使煤体的宏观微裂隙、大孔

孔隙受压缩的同时，气体流动通道也被压缩，抑制瓦

隙等压缩变形，应力越大压缩变形越显著；煤体孔隙

斯的渗流和运移。 实际上煤的解吸涌出特征是由多

率的降低，导致孔隙间的游离气体被压缩并迅速排

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发生煤与瓦斯突出

出，是导致煤样瓦斯解吸累积量和初始解吸速率增

前，由于突出区域附近应力集中，既增加了决定瓦斯

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涌出的游离瓦斯源，同时对气体流动运移通道也产

２） 应力作用煤体吸附能力降低，促进了吸附瓦

斯的解吸。 深部开采时煤层的应力状态为静水压力

状态 ［３４］ ，应力变化改变了煤基质表面分子吸附脱附
瓦斯气体的能量关系，随着应力的增大煤体吸附平

衡时的气体表面覆盖率大幅降低，从而大幅减小了
其表面的气体吸附浓度，应力作用降低了单位质量

生了压缩效应，导致突出事故发生前夕，突出区域内
煤层瓦斯涌出量忽大忽小，该现象已成为预测煤与
瓦斯突出事故发生的前兆之一。

５

结

论

１） 在深部煤层开采时地应力以及采掘应力直

，导致在应力增大时煤体解

接影响含瓦斯煤的解吸能力，决定了应力集中区煤

斯突出发生时随着煤体异常涌出，这也是突出发生

２） 在吸附等量瓦斯气体的情况下，煤的瓦斯解

煤基质的吸附能力

［２３－２４］

吸出更多的瓦斯气体；同时，大量游离气体在煤与瓦

层瓦斯的涌出特征。

后突出点附近受应力集中影响区域煤的瓦斯含量大

吸累积量、解吸初始速率均随着应力增加逐渐增大，

幅减低的原因之一。

由此，应力作用促进了煤样的瓦斯解吸。

应力作用导致煤层瓦斯赋存状态和孔隙体积减小，

过恒吸附压力下煤样瓦斯解吸的应力响应试验，验

３） 应 力 作 用 影 响 了 煤 层 瓦 斯 的 赋 存 及 流 动。

孔隙间以及裂隙间的瓦斯运移通道减小，如图 １１ 中

３） 应力是影响煤吸附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通

证了应力作用会明显诱导煤样的解吸行为，导致相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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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条件下煤样的吸附能力降低。

４） 深部开采时地应力的升高和剧烈开采扰动

［９］

的持续作用，通常形成新的应力集中，导致瓦斯解吸
涌出的不均衡性，这是深部开采时应力主导型的突
出事故和冲击 －瓦斯复合动力灾害发生的根本原因

之一，这类灾害的预测与防治将是煤矿安全事故预
防的重点。

［２］

［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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